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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又語出驚人：

為何接受 「屎坑」 國家移民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兩黨正協商移民法
案，可能的內容包括恢復對海地、薩爾瓦多及
許多非洲國家移民的保護。媒體報導，總統川
普周四（11 日）對此語出驚人，質疑美國為何
要接受這些來自 「屎坑」國家的移民，再度引
發爭議。
《華盛頓郵報》引述 2 名消息人士報導，
川普周四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議員開會時，
議員表示兩黨協商中的移民法案，內容可能包
括讓來自海地、薩爾瓦多及許多非洲國家的移
民恢復享有特別居留權。
川普對此大表不滿： 「為何我們要讓這些
屎坑（shithole）國家的人來？」他表示，美國
應該接納更多挪威等國的移民。他周三才在白
宮接待挪威總理。他也說，應開放更多亞洲國
家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們有助美國經濟發展。
報導稱，川普還特別指名海地，強調海地
應排除在任何協商條款之外。這項兩黨協商中
的法案，內容也包括為美墨邊界圍牆提供經費
、改變移民簽證樂透制度等。

川普本周一取消約 20 萬名薩爾瓦多籍移民
的特別居留權，這些移民因 2001 年大地震而獲
准前往美國居住。美國原本也對海地、尼加拉
瓜、蘇丹等曾遭遇重大天災或內戰國家國民提
供特別居留權，但在去年底終止。
川普的 「屎坑」之說再度引發媒體譁然，
白宮對此發表聲明，並未否認川普說了 「屎坑
」這個字，但表示 「某些華府政客選擇為外國
打拚，川普總統則一直為美國人民奮鬥」。聲
明中堅稱，川普正努力找出能讓美國 「更強大
」的 「永久解決方案」，讓 「能對美國社會有
貢獻、能促進經濟成長、融入這個偉大國家的
人來到美國」。
黑 人 國 會 議 員 連 線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主席里奇蒙（Cedric Richmond）對川
普的發言深表不滿，他在推特表示，川普的
「屎坑」之說 「進一步證明，他的 『讓美國再
次偉大』政綱，其實是 『讓美國再次變白』。
」

美大規模突襲近百超商 逮捕21無證移民
（綜合報導）美國移民局官員表示，探員今天突襲全美近
100 家 7-Eleven 便利商店，逮捕 21 名無證移民，並警告企業切
勿雇用非法移民。
法新社報導，上任一年的川普執政團隊展開全面性取締行
動 。 美 國 移 民 暨 海 關 執 法 局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表示，探員在 17 州及華府的突襲行動中逮捕 21 名
無證移民。

移民暨海關執法局代理局
長 霍 曼 （Thomas Homan）
說： 「今天的行動向雇用
非法勞動人口的美國企業傳遞強烈訊息：移民暨海關執法局將
確實執法，如果我們發現你們違法，你們將必須承擔責任。」
霍曼在聲明中說： 「雇用非法勞工的企業成了民眾非法移
民的誘因，我們正努力予以消除。」
霍曼在聲明中說： 「移民暨海關執法局將持續努力保障美
國勞工的工作機會，消除企業以非法移民取得不公平競爭優勢

早上加薪下午關店！
沃爾瑪關一成Sam’s Club分店

（綜合報導）不敵網路零售巨擘亞
馬遜等夾擊，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
（Walmart）子公司 Sam’s Club 公布，
將於未來數周關閉美國 63 家分店，其中
約 10 家將轉為電子商貿發貨中心。與
Sam’s Club 同性質的好市多，近年則不
斷拓展電子商務版圖。
Sam’s Club 為會員制的量販店，在
美國擁有約 600 家分店，周四早上有不少
員工到達公司後，看見大門深鎖並貼上
關門通知，才知道自己上班的門市已關
閉，他們對於就業前景仍然亳無頭緒。

今次關店計劃中的到底有多少員工
受到影響仍然未得知，但根據一間分店
平均聘請 160 個員工計算，受影響員工或
高達 1 萬名。公司表示部分僱員可以獲得
給予其他分店的工作職位，或轉到電子
商貿發貨中心。
在加州就有 4 家分店將於 1 月 26 日關
店，分別是工業市、聖費爾南多、斯坦
頓及沙加緬度；餘下的 29 家分店將繼續
營業，而受關店波及的 Sam’s Club 會員
，其 45 美元會員年費將會獲退還。

。」
今天的突襲行動鎖定 98 家門市。
總部位於德州的 7-Eleven 公司表示，公司並不負責加盟商
業者的招聘事宜。
7-Eleven 公司表示： 「7-Eleven 加盟商都是獨立業者，對
員工全權負責，包括決定聘用對象，以及核實他們是否具有在
美國工作的資格。」
「7-Eleven 嚴格遵守移民法，對於違法遭定罪的加盟商，
公司已經終止經銷合約。」

美旅遊警告系統改版

將世界各國分 4 級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公布辦法來警告公民
國外旅遊風險，除有 4 級安全排名系統將各國分
級，還有互動世界地圖。
法新社報導，阿富汗、中非共和國、伊朗、
伊拉克、利比亞、馬利共和國、索馬利亞、南蘇
丹、敘利亞和葉門這 10 個戰爭地區和失敗國家
（failed states），被美國評為 「不要旅遊」（Do
Not Travel）的 4 級國家。
北韓也在 4 級國家之列，且遭加諸額外限制
。美國法規禁止美國人在北韓使用護照，等於禁
止民眾前往。
然而，一些其他國家的分級可能讓人大吃一
驚或引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即使國務院說這只是
以新的格式來呈現既有的建議。
官員堅稱這項改變是為了給美國遊客更清楚
的建議，但這套旅遊警告系統爭議已久且經常冒
犯外資。

國務院高階領事官員伯尼爾-陶特（Michelle Bernier-Toth）說： 「這不是政治文件，這
只是基於我們對安全局勢的評估。」
歐洲主要盟友像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是 「採
取提高警覺措施」（exercise increased caution）的
2 級國家；獨裁的烏茲別克共和國是 「採取一般
預防措施」（exercise usual precautions）的 1 級國
家。
以西歐各國首都為例，儘管這些地區繁榮、
政治穩定，但人氣旅遊區近來飽受伊斯蘭激進分
子的攻擊。
新系統沒有將美國自己分級。不過作為簡易
指南，美國的人均謀殺率為 10 萬分之 4.88，在古
巴的 4.72 和索馬利亞的 5.56 之間。古巴被美列為
「三思而後行」（reconsider travel）國家，索馬
利亞則被列入 「不要旅遊」國家。

美存量連8週下滑 油價站上3年多高點
（綜合報導）彭博報導，由
於美國原油存量連續第 8 週下滑
，油價上漲。
據 美 國 能 源 情 報 署 （EIA）
報告，美國原油存量上週下滑到

4 億 1950 萬桶。
站上每桶 63 美元。
紐約商品交易所美國基準的
倫敦市場世界基準的北海布
西德州中級原油（WTI）2 月交 倫特原油 3 月交割價格漲 38 美分
割價格跌 61 美分或 1%，報每桶 ，報每桶 69.20 美元。
63.57 美元，也是 3 年多以來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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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2 月24 日盛大舉行
昨召開第二次籌備會，
昨召開第二次籌備會
，僑界
僑界30
30 餘社團代表參加

圖為出席第 22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 第二次籌備會的各社團
代表於大會上合影。（
代表於大會上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這是個百
家爭鳴、多元化的時代，這是個截長補
短，互通有無的時代，美南新聞每年舉
辦的農曆新年園遊會，在大家的辛苦扶
持，腦力激盪下已辛苦的走過 21 年，第
22 屆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將於 2 月 24
日（ 星期六） 上午十時起隆重登場。昨
天（1 月 11 日 ）中午 30 餘社團代表，
在 ITC 參加第二次的園遊會的籌備會。
由於是國際農曆新年園遊會，從 ITC 的
共同主席 Gary 到當天與會的主流社區及
西裔社區代表 Jorge Arguilesa 等多人都各
抒己見，Gary 認為園遊會是發展社區文
化交流最好的平台。
各社團代表也紛紛在籌備會上各抒
己見： 「中華總商會」 會長孫鐵漢表示
：現在是比經濟，比文化的時代，世界
大同靠文化推展。 「德州東北同鄉會」

Danny Nguyen 1月11日在密蘇里市漢普頓酒店辦競選活動
請投Danny Nguyen助他競選國會眾議員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Danny Nguyen 的競選活動財務經理馬
克金斯頓 (Mark Kingston) 和美國亞裔房地產協會 (AREAA) 前任
會長 Dawn 林 (林富桂女士) 安排於 2018 年 1 月 11 日晚上 6 點開始
到 9 點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密蘇里市的 6 號高速公路 4909 號之漢普
頓 酒 店 (Hampton Inn) 的 Lone star Ball Room (4909 Highway 6,
Missouri City, TX 77459) 為 Danny Nguyen 舉辦美國國會議員選舉
競選會議活動，為 Danny Nguyen 籌備競選眾議院議員經費和募
款，有幾十位中國和越南社區領袖，企業成員, 密蘇里市居民和
Fort bend 縣居民和許多媒體工作者參加。Danny Nguyen 的競選
團隊感謝參加會議的居民和朋友的支持，Danny Nguyen 聲稱將
根據他的密蘇里市前議員經驗，繼續為 Fortbend 縣居民在美國國
會提供最好的服務。
Danny Nguyen 的競選活動財務經理馬克金斯頓介紹貴賓，
社區領導和各類媒體工作人員。之後，Danny Nguyen 先生演講
做出如下聲明： 首先，他引用了前總統 Reagan 的著名言論：
“自由永遠不會在一代之內滅絕。 我們沒有把它通過從血液中
傳遞給我們的孩子。 它必須被爭取，保護，並交給他們去做同
樣的事情......“ 強調我們需要努力使我們自由和安全的生活。
Danny Nguyen 表達了他對美國人民所經歷的自由體系的激
情和熱愛，並將其與在越南和泰國難民營中慘痛和痛苦的生活相
比較。 Danny 生動地向觀眾講述了許多越南難民永遠無法想像的
美國言論自由，生活自由，工作自由，崇拜自由和各種自由特徵
的巨大特點。 然而，Danny 告訴人們，這種自由不能被視為理所
當 然 ， 我 們 必 須 聯 合 起 來 ， 共 同 保 護 ， 保 護 和 享 受 。 Danny

會長張玉誠表示： 「東北同鄉會 」 一
直支持園遊會的活動。 「多元化」 可讓
亞裔多參與此活動。 「美南山東同鄉會
」希望把山東的文物藉此平台展示。 「
美南作家協會」 的副會長梧桐提到他在
高中任教，可帶很多學生來參與 Festival
的活動。 「僑灣社 」 的代表劉志恆表
示： 上次在 Downtown 舉行園遊會時，
他們推出 「客家擂茶 」 大受歡迎、狂賣
的情景。羅秀娟代表 「世華工商婦女」
和 「台聯會 」 她也肯定園遊會對推廣中
華文化的價值。 「愛心組織」 的會長徐
小玲用英語向大家介紹 「愛心」37 年來
對主流弱勢族羣的關心照顧，尤其對每
年發放學用品，影響深遠。長平也介紹
她 2010 年成立基金會，照顧殘疾兒童、
殘疾退伍軍人，及美中文化交流，藝術
交流的工作。其他如 「北京電視台」 的

Nguyen 對自由價值的理解來自
他對第一手經驗，即在一個沒
有這種自由的社會中的非人化
效應，並且看到它對人類精神
的影響。 1984 年，他在父親逃
離越南共產黨政治難民之後才
抵達德克薩斯州 Fort Bend 縣。
圖為國會眾議員候選人 Danny
在他生命最初的十四年裡，
Nguyen 昨在大會上作政見發
Danny 見證了不斷的戰爭，每
表演說。（
表演說
。（ 記者秦鴻鈞攝 ）
天晚上都擔心他的生命。
Danny 和他的家人冒著一切風
險來到美國; 在一艘只有 71 人的漁船上，在黑夜裡逃走，付出了
巨大的代價。
被泰國海盜搶劫後，只剩下衣服和 自由或死亡 的風險。在
逃離共產主義越南之後，Danny 和他的父親面臨了三年艱苦的旅
程，他們被迫住在泰國和菲律賓難民營。十多年後才能與家人團
聚。在德克薩斯州生活了近 35 年，Danny 一直很幸運地體驗到他
認為神聖美國的自由，自由和機會的傳統 - 所有這些都是實現
美國夢的關鍵。在德克薩斯州生活了近 35 年，Danny 一直很幸運
地體驗到他認為神聖美國的自由，自由和機會的傳統 - 所有這
些都是實現美國夢的關鍵。作為美國人，我們應該全面負責並努
力解決這些問題。所以，Danny 請你和我一起做出積極的改變。
因此，Danny 強調他過去的生活經歷，給了他巨大的勇氣和
動力去抵抗政府的官僚主義，他敏銳的洞察力使政府變小，防止

節目製作人孫聞， 「中國人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劉姸，王曉霞， 「東北同鄉會
」 前會長李秀嵐， 「福建同鄉會」 會長
唐宗法， 「河南同鄉會 」 會長張燕曉
， 「天津同鄉會」 會長陳亭，陳文律師
及黃琛，查宗華等人都提出他們對園遊
會的建議及支持。連園遊會當天不在美
國的音樂家吳曉萍老師，也當場捐了一
個攤位，表示對園遊會的支持。而高曉
慧老師及董革老師，也提出對節目及
「美南新聞國際藝術團」 的作法。
主持人美南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也向大家提出 2018 的新計劃，包括： 成
立 「美南新聞國際藝術團」 每月作 TV
秀； 給年輕人交流的 「浪漫之夜」；
成立 「緊急應救中心」； 及 「美南新
聞粉絲團」---- 等等。

圖為 Danny Nguyen （ 左四 ） 的支持者昨晚上台介紹支持的原
因。（ 記者秦鴻鈞攝 ）
政府傷害人民。 因此，Danny 要擁護憲法，讓人民享有我們享有
的自由，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不平衡待遇。 Danny 無疑想讓人
們過得更好，過上他們應得的改善的生活。 他的勇氣和正直清
楚地反映在他的競選政策中，這些政策列在下面供您審查。
Danny Nguyen 承諾的主要政策包括以下特點：支持和捍衛憲法;
維護我們的權利和公民自由法案; 警惕任何侵犯我們的武裝權利
的行為; 維護和執行國家主權; 保護人類的生命; 減少政府規模的
大小和稅收; 尋求問責和透明度; 保護財產權和保護邊界; 削減浪
費的開支，平衡預算案; 限制條例和沒有資金的任務。 然後林富
桂女士安排貴賓們和 Danny Nguyen 一起拍照，並拍集體照來表
示對 Danny Nguyen 的支持。馬克最後要求丹尼的家人和年輕一
代站在前面，表明他們改變美國社會的堅強決心，為美國做出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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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溫馨舉行1月份月會及慶生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於 1 月 6 日下午
2 時 30 分 至 下 午 4 時 30 分 ， 在 5885 PointWest,Houston,
TX.77036 的台灣人活動中心溫馨舉行 2018 年 1 月份月會及
慶生會，由柯志佳會長、許碧珠副會長、王吉盛理事主持。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及俞欣嫻秘書都應邀出席，與現場百餘
位鄉親耆老歡聚一堂。
柯志佳會長作會務報告，2018 年的名冊已開始準備印製
，若有更改地址或電話及增加 email 的，請到後面登記。
2018 年年費已經開始收取，請會友們開始繳交。我們更需要
各位的樂捐，若各位有多餘要樂捐的錢，請樂捐給長春會。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喜樂.參加長春會，輕
鬆愉快，元氣活潑.老朋友相見敘歡，認識新朋友益喜樂。
許碧珠副會長作報告，感謝柯志佳會長一年來帶領理事
、志工們為長春會會員們服務，也感謝卸任的謝勝男理事，
多年來為長春會服務。2017 年 12 月 9 日會員大會通過 2018
年度理事：尤文芳、何麗珍、張麗姬、謝文山等 4 位理事繼
續為長春會服務。 2017 年 12 月 9 日會員大會-會章修改議題
：經出席會員投票；有效票：51 張，超過半數，通過：長會
章修改議題如下：第四章理事會第十五條理事會由理事十一
人至十五人組成，並行使職權。改成：理事會由九人至十一
人組成，並行使職權。2017 年 12 月感謝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經文處何仁傑組長，陳偉玲秘書撥空參加，並兼做行動
領務。感謝所有熱心志工的協助，使得 12 月月會圓滿順利
完成。

柯志佳會長銘謝樂捐：柯嫚妮$145，許光雄$100，陳林
玲玉$100，廖李碧玉$75，簡永謙$60，劉國泰$50，曾玉菲
$50，謝文山$50。
許碧珠副會長宣布並頒發 2017 年全勤獎禮物給王吉盛
理事、林淑寬、林三江理事、張明忠、邵燦成、卓鈺翔、黃
素玉、鄧玉庭、鄧張翠梅、經文處陳家彥處長、秘書處、
Nancy。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及休士頓華僑
文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分別致詞向長春會會員們問候賀年，僑
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也藉此機會介紹僑委會華裔語文研習班，
鼓勵長輩朋友讓自己孫子女返台學習華語文，瞭解台灣文化
，同時向耆老們拜年恭祝新年快樂。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
長、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休士頓台灣長春會柯志佳會長、
許碧珠副會長、王吉盛理事祝賀一月份壽星：吳何瑞齡、林
淑寬、卓鈺翔、柯嫚妮、徐澤濱、孫碧華、王淑華、楊慶森
、陳瑞金、蔡朱芳美、賴炳文，祝生日快樂，健康長壽，柯
志佳會長贈送每位壽星一份生日禮物，使元月吉祥佳節更加
有意義。
周武藤牧師在會上帶領大家作 8 段錦運動，會員們精神
抖擻。當天長春會並邀請林三江理事主講 「讓我們進一步來
認識糖（醣）」，與會人士獲益良多。
許碧珠副會長感謝新會員陳柯穎（Kay)贈送精美慈心月
曆給與會人士。許碧珠副會長並預告，2 月份月會將於 2 月 3
日（第一個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在台灣人活動中心舉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休士頓校友會開元舉辦
2018戊戌年流年風水的
專題講座 - 邀請校友衍易女士講解

【本報訊】古人老早就知道:風水對人的影響會因為時間而
改變，所以有 「十年風水輪流轉」的說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
國休士頓校友會，今年特別邀請師大校友，易經學社的榮譽會長
衍易女史，為大家舉辦一個 2018 戊戌年流年風水的專題講座。
日期和時間訂於明年一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
在華僑文教中心. 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電
話 713 489 4995.
每一年的時間風水,都有它自身的特點。不但在不同的住宅
與不同的主人身上產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對同一棟住宅，同一個
主人，也會發生不一樣的影響。在這個專題講座中，衍易老師將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林映佐副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林映佐副處長，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
，長春會
柯志佳會長、
柯志佳會長
、許碧珠副會長
許碧珠副會長、
、王吉盛理事祝賀一月壽星
王吉盛理事祝賀一月壽星：
：吳何瑞齡
吳何瑞齡、
、林
淑寬、
淑寬
、卓鈺翔
卓鈺翔、
、柯嫚妮
柯嫚妮、
、徐澤濱
徐澤濱、
、孫碧華
孫碧華、
、王淑華
王淑華、
、楊慶森
楊慶森、
、陳瑞金
陳瑞金、
、
蔡朱芳美、
蔡朱芳美
、賴炳文
賴炳文，
，祝生日快樂
祝生日快樂，
，健康長壽
健康長壽。（
。（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許碧珠副會長宣布並由柯志佳會長頒發 2017 年全勤獎禮物給王吉
為我們介紹這個已經有千年歷史的古老學說,讓大家都 盛 、 林淑寬
林淑寬、
、 林三江
林三江、
、 張明忠
張明忠、
、 邵燦成
邵燦成、
、 卓鈺翔
卓鈺翔、
、 黃素玉
黃素玉、
、 鄧玉庭
鄧玉庭、
、
能分享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遺產。
鄧張翠梅、
鄧張翠梅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秘書處
秘書處、
、Nancy.(
Nancy.(記者黃麗珊攝
記者黃麗珊攝）
）
講座的內容包含了：什麽是流年風水?流年風水的
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2018 年的風水特性究竟是什麼? 對
我們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一年有哪些地方不能動土? 這一年 哲學、修辭學、中文文法,以及理則學等課程。衍易老師目前在
的文昌位在那裏?財位在那裏? 婚嫁喜慶、添進人口的位置在哪裡 網上帶領大家一同讀易經，希望與有心的朋友一同為發揚中華文
化盡一己之力。
? 我們如何能藉調整風水的方法, 來趨吉避凶?
講座免費入場,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講座連絡電話 : (409)
衍易女史出生於書香傳家的鎮江世族。自幼即在飽讀詩書的
祖父指導下啟蒙易經,學習陰陽五行。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370-2076 謝慶全 , (713) 778-0254 黃梅嬌
畢業後,衍易老師先後於多所大專院校任教,教授中國文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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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人醫療保險制度

[十五] 處方藥計畫非強制加保 投保前務需比對常用藥有無給付
李元鐘

時 間 已 達 12 年 之 久 ， 並 被 視 為
Medicare 自 1965 年施行以來，最大
變革的保險給付範圍延伸。 Part D
與 Part B 的架構很像，都屬於可自由選擇
是否參加的部分，每位參加者要按月繳保
費，並有一套特殊的成本分攤方法，從保
費、部分負擔及聯邦綜合稅收等多方經費
來源，共同因應被保險人醫療過程相關支
出與行政費用。
至於 Part D 與 Part C 相似之處，則是
都透過了民營的保險公司做為媒介，由業
者設計配套方案來提供 Medicare 保戶選購
，一同承擔財務風險。因此倘若沒有在最
初符合資格時完成登記，當事人也沒被納
入其他類似的藥物承保方案內，日後若欲
登記加入 Part D，在風險分擔上會被視為
有規避責任的道德瑕疵，故得面臨保障延
遲以及逾期罰款的必要處罰，這也是大家
最容易誤會 Part D 是否為強制投保項目的
爭議所在。
此外，前文提到 Part D 與 Part C 都是
由保險公司規劃各類方案來吸引加保，藥
局與醫療院所自然也因是否與保險公司簽

保險碩士

趁著一年一度的耶誕假期，筆者和幾
位 「老朋友」敘舊暢談，大夥兒聊著各自
的生活圈，發生了什麼變化，不外乎都是
些生老病死的驚喜與遺憾；有人歎息若能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便有轉機，有人擔
心持續使用某些藥物後是否會產生副作用
。言談之間，眾人發現邁進中年後，或多
或少都離不開看醫生與吃藥，然而聯邦醫
療保險的處方藥計畫(Part D)中，政府究竟
有沒有規定每位長者都得強制加保？每家
保險公司所提出的藥品清單內容到底差別
在哪裡？大家竟像孩子般爭得面紅耳赤，
紛紛要求具有保險專業的筆者當場做個公
斷。
首先談到處方用藥納入聯邦醫療保險
給付範圍的法令依據，乃是 2003 年國會通
過並由布希總統簽署的 「處方用藥改善及
現代化法案(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法案從 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施行至今，

約加入網絡，使同樣的藥物在不同的藥局
間出現不同的報價，甚至同一家藥局對當
場領藥或網購郵寄，價格也會因折扣不同
產生差異。而從藥物清單內容來看，政府
對 Part D 雖有列舉必須承保的特定類型常
用藥物，也規定了應對哪些類型藥物給付
的準則，但是畢竟藥品市場千變萬化，政
府列舉的藥品項目總是有限，保險公司可
視不同方案的獲利差別，決定額外對哪些
特定藥物給付或設定付費比例，所以處方
藥物清單別說各家保險公司有所差異，就
連同一家保險公司的不同方案也有品項內
容與費用的差別，消費者務必應就個人常
用藥物是否列入清單範圍，在選購並加入
計畫前詳細比較一番。
如對本文所述有何疑問，請與 「李元
鐘保險經紀公司 John Lee Insurance Agency
」聯繫。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Tel: (832) -500-3228，
Fax :( 832)-500-3227，
E-mail: houston@johnleeins.com。
本專文全部內容，倘未經過筆者之書面同
意，一律不得翻印或轉載。

Part D 的承保項目

王長宏美術學校
年度師生畫展 以畫會友

(本報休斯頓報導) 新的年度來臨
，今年的王長宏美術學校師生畫展將
於 2018 年元月 13 日 10：30 am – 4：
00 pm 14 日 11：00a.m. – 4：00 pm 在該校展廳展
出，地址是 9730 Town Park Dr. Suit# 116。
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青少年學生、成人學生、
和王老師本人在 2017 年的新作。青少年作品在 2017
年有 11 名學生參加全美知名的 Celebrating Art Contest, 其中 10 位通過了第一輪選拔，獲得 Published 的
榮譽。
據悉，全美共有 1,3000 多名學生參賽，其中只
有前 25%的參賽作品被 published 在年度畫冊上，而
王長宏美術學校參賽學生超過 90%被登出。在最近
的 3 年中該校學生曾 3 次獲 Top 10 的最高殊榮。比
賽的最後結果尚未出來，大家正拭目以待，他們的
作品也將會在這次畫展中亮相。
成人學生的作品，和上屆相比，水平有明顯提
高。資深學員的油畫作品，畫法多樣。有的不留筆
觸，色彩和諧。有用調色刀的，色彩飽滿。畫面清

Part D 的相關費用
新細膩，栩栩如生，色彩輕快和諧，淡雅優閒，展
現了作者追求完美的畫風。新學員充滿熱情，大膽
嘗試不同畫風，不同的題才。構思新穎，畫法獨特
。
在此，較年長的學員，更體會到學繪畫不但是
學習藝術，還是修心養性和以畫會友的好辦法。大
家對‘畫一年畫，增一年壽’深表同感。
王老師展出的作品則包括他在去年人物畫、和風景
畫方面的新嘗試，體現他仍然在不斷探索、不斷創
新。
誠摯邀請對繪畫藝術有興趣的各界人士、學生
、家長光臨畫展，交流切磋，以畫會友。
詢問電話：281-969-8506， 832-561-6451。
時間: 一月 13 日 10：30 am – 4：00 pm 、一月 14
日 11：00am–4：00 pm 在該校展廳展出
地址是 9730 Town Park Dr. Suit# 116, Houston。

休城工商

「 東北人」 麵食包子、饅頭、花捲、千層餅、黃金大餅、生煎包享譽休巿
並常年供應餐廳自製的京式提漿月餅、、鮮肉月餅
並常年供應餐廳自製的京式提漿月餅

（ 本報記者秦鴻鈞 ）近年來休市
掀起了一陣麵食風，也許隨手可吃的饅
頭，花捲，包子，生煎包，千層餅更能
貼近大家日益忙碌的生活三餐之所需。
既不必為了打點三餐費盡心思，也可省
下大把的時間去忙其他的工作。 「東
北人 」的麵食成為休巿麵食中的翹楚
。家家戶戶日常不可或缺的主食。
「東北人 」 最令人百吃不厭的莫
過於他們製作精良，口感一流的包子、
饅頭、花捲，紅豆包、生煎包；各式餅
如：黄金大餅、千層餅、紅豆餅、吊爐
燒餅、京式提漿月餅、鮮肉月餅，及各
式中點，如金絲棗糕，油茶麵---- 等
等，麵食製作精美，只憑一口饅頭、花
捲，大餅，即可看出老闆揉麵的用心、
賣力。口口吃得出勁道，口口皆是餮饈
，令人吃了還想再吃。
「東北人 」 除了麵食出眾，他們
千層發麵餅
發麵紅豆餅
有家鄉味道的東北菜及正宗淮陽菜、正
宗川菜也是人人愛點的菜色，如紅燒牛
肉，川式牛仔骨，石板銀鱈魚，雙椒多
寶魚，酸菜魚，香辣仔鮑，鹽焗大蝦，
大蒜燒鯰魚，松鼠魚，翡翠明珠魚，淮
陽獅子頭，淮陽小炒，大燒馬鞍橋，大
煮干絲，桂花糯米藕，將軍過橋，燉酥
腰，三鮮煨魚頭，芙蓉蓮蓬，文思豆腐
，蜜汁薯片，錦繡拼盤，干煸牛肉絲，
紅燒牛肉，花椒雞丁，山椒泡鳳爪，魚
香茄條，魚香肉絲，椒燒茄子，豆瓣鮮
魚，干煸魷魚，乾燒魚，回鍋肉，火爆
腰花，口水雞，夫妻肺片，麻辣腰片，
沸騰牛蛙，蒜泥白肉，刺身拼盤，乾燒
生煎包
海參，毛肚火鍋，金沙蟹，全家福....等
王博是專業烹飪學校培訓出身
雞燉蘑菇粉，藥膳醺雞等
—— 「揚州大學」旅遊學院 「餐飲系」畢業，擅長淮揚菜及川 ，以及正宗川菜水煮魚、
菜， 「淮揚菜」如淮陽獅子頭，南京鹽水鴨，松鼠全魚，以及 水煮肉片、辣子雞、夫妻
「川菜」：水煮魚，辣子雞，水煮肉片，麻辣腰花……等等都是 肺片、口水雞、麻辣腰片
他的拿手菜。 「東北人」自從王博加入廚藝陣容，點菜範圍更加 、幹煸四季豆、麻婆豆腐
寬廣。除保持原有的東北菜及麵食外，還有淮揚菜，川菜可點， ……以及休士頓獨家推出
聞者莫不喜上眉梢，躍躍欲試。 「東北人」著名獨特的食品還有 的 「烤全羊」大餐，足夠
：正宗炭火烤羊肉串，又大，又香，麻辣燙，涮毛肚，正宗東北 十幾個人吃喝。
芝蔴黃金大餅
鍋包肉，東北亂燉，乾鍋鴨頭，粘豆包，東北大煎餅，玉米麵大
歡迎蒞臨位於 「時代
餅子，鍋貼饅頭，自製干腸，哈爾濱紅腸，以及一開張即推出至 廣場」的 「東北人」品嚐
今的著名東北菜，如李連貴燻肉大餅，東北醬骨頭，油豆角燒排 獨特的東北家鄉味。 「東北人」餐廳地址：8400 Bellaire Blvd.
骨，地鍋雞，壇肉，尖椒幹豆腐，醬扒茄子，刺老芽炒雞蛋，小

東北人著名麵食 「金絲棗蛋糕
金絲棗蛋糕」」

紅豆包
Houston TX.77036 電話： （713）-750-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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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 1 月 13 日健康講座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 --*健康講座─《疼痛與幹細胞治療》 *
‧ 時間: 2018 年 1 月 13 日 (週六)，上午 10:
00am-12:00pm
‧ 地點: 美南銀行 (Member FDIC). 社區活
動中心
‧ 主講人: 陶慶麟醫學博士 (德州第一診療
中心負責人)
俗語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身
體不舒服時，健康出現異常時，許多人常
常不知道應該尋找那一類的醫生，或是看
什麼樣專科診治。這種情況常令人內心的
焦慮或身體的不適，應該如何是好呢? 喜愛
運動或年長者，可能因為某個動作或姿勢
導致身體不適或骨骼關節老損? 應該如何避
免此類傷害或適度保護呢?
美南銀行有鑑於此，特別邀請德州第
一診療中心負責人陶慶麟醫生於 1 月 13 日(
週六)上午 10 點在美南銀行社區服務中心舉

辦一場有關 「疼痛與幹細胞治療」 的免費
健康講座。在當日講座中，陶慶麟醫生將
與會眾們分享他個人專業醫療領域，教導
大家如何有效提升器官的功能，如何利用
最新醫學幹細胞治療身體疼痛，恢復身體
健康。
陶慶麟醫生簡介，貝勒醫學院學士畢
業，聖路易斯大學醫療 t 管理碩士學位，洛
根大學整脊博士學位。陶慶麟醫生曾多年
一直擔任醫療保健顧問，並在休士頓第一
家創立結合中西醫專家團隊診療方式的
「德州第一醫療中心」 運用 「幹細胞」 療
法不用開刀診療就能治療各種身體疼痛，
包括關節炎，成功地為許多病人解除疼痛
，幫助病人修復器官、恢復機體功能，提
供身體機能全方位的醫療服務與診療，造
福許多患者。
當日講座入場免費，歡迎有興趣的朋
友及社區民眾踴躍參加。因礙於座位有限

，現場並備茶點招待，請提早報名，以免
向 隅 。 美 南 銀 行 連 絡 電 話 ：
713-272-5045 Ling Chuang (中/英文)，或
email : ling.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 6901 Corporate Dr. 合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分行經
營 據 點 在 休 士 頓 糖 城 、 達 拉 斯 Plano、
Richardson 和奧斯汀等地區，以中、英、
越、韓、拉丁等多國語言，提供全方位商
業和個人的銀行服務。在加州亦設立貸款
服務辦事處。
美南銀行 24 小時提供中英雙語網路銀
行、自動電話銀行等服務。有關美南銀行
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www.swnbk.com
。 美 南 銀 行 總 行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

美華天主堂本週末舉辦
風中傳愛宣道會
[本報訊]美華天主堂在 1 月 12-14
日，再度邀請了疏效平博士，及風中傳
愛的宣道團到休士頓來，舉行”風中傳
愛” 宣道會，宣講的主題是： "耶穌給
他說： 「你看見罷！你的信德救了你。
」 (路十八 42)”（Jesus told him, "Receive your sight ; your faith has saved
you." ）此次來訪宣道團的成員有疏效
平、李家欣、吳承旨、周勤忠弟兄及疏
何媔、吳麗芬、韓甲蕙、疏愛梅姊妹。
疏效平博士住在加州聖荷西，是一
位電機工程博士，原任職於 Epson Palo
Alto 公司，在工作上有許多的專利案，
也幫助公司渡過了許多危機。原本可以
在事業上大展鴻圖；但經由聖神洗禮後
深深經驗到天主託付： 『上主的神臨於
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
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
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 使得他毅然放棄
高薪的工作，專注傳福音的工作。天主

10/4/17

1/12-14/2018 休士頓講習會
主題：
主辦：
對象：
地點 :
聯絡：

耶穌給他說：「你看見罷！你的信德救了你。」(路十八 42)
美華聖神同禱會
信主耶穌者、或渴望認識耶穌者。
美華天主堂 (4605 Jetty Land, Houston, TX 77072)
李邦寧姊妹，Email：bleephd@yahoo.com，電話：832-275-8178
1/12/18(五)

賞報了他對主的慷慨及他對天主的信心
，讓他的人生下半場更精彩動人！
宣道會在一月十二日(星朝五)晚間
七點半在美華天主堂活動中心，會合聖
神同禱會正式開始。在星期六有全天的
音樂敬拜、宣道與分享；週日下午並有
覆手祈禱。詳細活動安排, 請看美華天
主堂綱頁:
http://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
org/cpg/m4christ2017.html
http://www.ascensionchinesemission.
org/cpg/m4christ2017/Invite.pdf
宣道會完全免費；歡迎您邀請您的
朋友來參加！
聯 絡 人 ： 李 邦 寧 姊 妹 （Bonnie Lee)
bleephd@yahoo.com
832-275-8178
美華天主堂地址: 4605 Jetty Lane,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281)575-8855

1/13/18(六)
9:00 讚美與敬拜(吳承旨)
9:30 第一講(疏效平)
10:30 休息
11:00 第二講(疏效平)
12:00 午餐

1/14/18(日)
9:00 彌撒

13:00 祈禱(周勤忠)
13:05 讚美與敬拜(吳承旨)
13:35 見證一(周勤忠)
13:55 見證二(吳麗芬)
14:15 聖言與祈禱(疏效平)
14:30 休息
14:50 讚美與敬拜(吳承旨)
15:00 見證三(疏愛梅)
15:20 見證四(疏何媔)

13:30 祈禱(吳麗芬)
13:35 讚美與敬拜(吳承旨)
13:45 第三講(疏效平)

15:40 聖言與祈禱(疏效平)
16:00 休息
16:20 讚美與敬拜(吳承旨)
16:30 見證五(吳承旨)
16:50 見證六(韓甲蕙)
17:10 聖言與祈禱(疏效平)
17:30 休息

16:30 主辦單位總結，
講習會結束

12:00 午餐

14:30 休息
15:00 釋放、治癒覆手祈禱
(疏效平與服務組)

19:30 主辦單位展開序幕
19:40 聖神同禱(疏效平與服務
組)

19:00 主辦單位展開序幕
19:05 Q&A 座談會(疏效平)

21:30 晚安

20:50 主辦單位總結

20:40 祈禱(疏效平)
21:00 晚安

主領／主講：
讚美與敬拜：
見證／服務：

主僕疏效平
吳承旨
吳承旨、周勤忠弟兄，疏何媔、吳麗芬、韓甲蕙、疏愛梅姊妹

休城讀圖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建置台灣留學生求職專區
吳光宜總會長於聯合總會
網站建置台灣留學生求職
專區，
專區
， 整合北美洲台商資
源，將北美洲 39 個地區分
會 5,000 家台商企業出缺
職務及實習機會優先考慮
我台灣留學生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
教育組周慧宜組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吳光宜總會長、
、公關侯秀宜
公關侯秀宜、
、梁慶輝秘
書長、
書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
休士頓台灣商會陳志宏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
周政賢副會長、
、呂明雪秘書
呂明雪秘書、
、張智嘉前會長
張智嘉前會長、
、世台聯合基金會林鋕銘執行
長、陳啓輝宣佈將成立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建置台灣留學生求職專區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梁慶輝秘書長主持北美台商聯合
總會打造人力媒合平台嘉惠台灣學子記者會

台北經文處教育組周慧宜組長以透過教育部在美
國教育組轄內所服務的台灣同學會這些脈絡，
國教育組轄內所服務的台灣同學會這些脈絡
，可
以建立起有效的人力資源服務網

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致贈吳光宜總會長感謝狀表彰對台灣學子貢獻

台北經文處陳家彥處長於
會中表示，
會中表示
， 透過教育部在
美國 7 個教育組轄內所服務
的 283 個台灣同學會
個台灣同學會，
，以及
加拿大 2 個教育組所聯繫服
務的 25 個台灣同學會
個台灣同學會，
，透
過這些脈絡，
過這些脈絡
， 可以建立起
有效的人力資源服務網

世台聯合基金會林鋕銘執行長以參照
台灣人力銀行範示來籌建台灣留學生
求職專區平台

12-18
1218-2017 於金城銀行舉行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建置台灣留
學生求職專區記者會、
學生求職專區記者會
、公關侯秀宜徵詢教育部支持及意見
公關侯秀宜徵詢教育部支持及意見、
、還有法
律籌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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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Nguyen 正式宣佈競選國會眾議員

Danny Nguyen ( 右七 ） 與贊助他的各企業主合影
與贊助他的各企業主合影。
。
選委會財務 Mark Kingston ( 右四 ） 在募款大會上講話
在募款大會上講話。
。

KW Commercial 兩位負責人王藝達
兩位負責人王藝達（
（ 右 ），
Joe Green ( 左 ） 與 Danny Nguyen 合影
合影。
。

圖為 Danny Nguyen ( 中 ） 與支持者 KW CommerCommercial 負責人 Joe Green ，王藝達
王藝達，
，長平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Danny Nguyen （ 中 ） 在募款會上致詞
在募款會上致詞。
。（左）
為林富桂律師（
為林富桂律師
（ 右） 為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
為亞裔地產協會總會長李雄。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 左 ） 在 Danny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
Nguyen ( 中 ） 募款餐會上致詞
募款餐會上致詞。
。（右）
為主持人林富桂律師。
為主持人林富桂律師
。

李雄（ 左 ） 介紹 Danny Nguyen 個人背
李雄（
景，（ 右 ） 為募款會召集人林富桂
為募款會召集人林富桂。
。

募款會召集人林富桂律師（
募款會召集人林富桂律師
（ 右五 ） 在募款大會上致詞
在募款大會上致詞，
，旁為各社團負責人
旁為各社團負責人。
。

新聞圖片

當地時間
2018 年 1 月 10
日訊，
日訊
，芬蘭拉
普蘭，
普蘭
，在距離
北 極 圈 近 200
公裏的的地方
有壹座特色酒
店，這裏不僅
全部用冰雪打
造，而且以
《權力的遊戲
》為主題
為主題，
，簡
直是劇迷們的
天堂。
天堂
。

﹁
﹂

對抗賽

在北極圈邊緣感受《權力的遊戲
在北極圈邊緣感受《
權力的遊戲》
》
震撼冰雪酒店

8 際消費電子展上演人與機器人乒乓球
201國

2018 年
美國拉斯維
加斯國際消
費 電 子 展
（CES） 1 月
9 日向公眾開
放。這是全
球消費電子
業最受矚目
的年度盛會
，被視為消
費電子產品
界的風向標
。圖為在展
會現場進行
的人同機器
人之間的乒
乓球“對抗
賽”。

印度“共和日
印度“
共和日”
”閱兵彩排
女騎手苦練“
女騎手苦練
“摩托車絕技
摩托車絕技”
”

當地時間 1 月 10 日，印度邊境安全部隊女成員在新
德裏參加“共和日
德裏參加“
共和日”
”閱兵彩排
閱兵彩排，
，苦練
苦練“
“摩托車特技
摩托車特技”。
”。

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生泥石流
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

當地時間 2018 年 1 月 9 日，美國加州，當地降雨引發泥石流
災害，多所民房被沖毀。據英國廣播公司(BBC)1 月 10 日報道，
美國加利福尼亞壹小時前發生泥石流造成至少 13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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